
推荐关注行业 推荐券商 行业关注度

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保险）新时代证券、五矿证券、民生证券、东吴证券、国都证券

50%

大盘蓝筹股 华泰证券、西南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30%

一带一路 新时代证券、五矿证券

20%

军工 五矿证券

10%

机械、化工 光大证券

10%

券商名称

本周

趋势

中线

趋势

本周

区间

下限

本周

区间

上限

下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上限偏

离上周

收盘价

程度

市场情绪 星级

情绪

指数

综合

指数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3100 3300 -1.82% 4.51%

强烈看多

★★★★ 80%

62.22

%

华泰证券 多 多

3000 3250 -4.99% 2.93%

强烈看多

★★★ 75%

五矿证券 多 多

3100 3250 -1.82% 2.93%

强烈看多

★★★ 75%

申银万国证券 多 多

3140 3220 -0.56% 1.98%

微弱看多

★★ 60%

民生证券 多 多

3000 3200 -4.99% 1.34%

微弱看多

★★ 60%

西南证券 多 多

3100 3200 -1.82% 1.34%

微弱看多

★★ 60%

东吴证券 平 多

3050 3250 -3.41% 2.93%

看平

○ 50%

光大证券 平 多

3050 3250 -3.41% 2.93%

看平

○ 50%

国都证券 平 多

3000 3200 -4.99% 1.34%

看平

○ 50%

券商名称 本周趋势 中线趋势 本周区间 本周热点

新时代证券 多 多

3100-3300

基建、银行、券商

华泰证券 多 多

3000-3250

蓝筹股继续活跃

东吴证券 平 多

3050-3250

金融

信达证券

国都证券 平 多

3000-3200

银行、保险

五矿证券 多 多

3100-3250

一带一路、金融、军工

西南证券 多 多

3100-3200

相对

H

股折价的蓝筹股

太平洋证券

光大证券 平 多

3050-3250

机械、化工

财通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 多 多

3140-3220

低价大盘股

民生证券 多 多

3000-3200

金融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万股)

总股本

变动后流通

A股

占比(%) 解禁股份类型

600139.SH

西部资源

2014-12-29 3,217.57 66,189.05 66,189.05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04.SZ

大连重工

2014-12-29 31,628.31 96,568.50 96,568.50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0.SZ

南通锻压

2014-12-29 2,800.00 12,800.00 6,800.00 53.1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82.SZ

汇冠股份

2014-12-29 2,021.76 12,722.40 4,382.82 34.4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47.SZ

宏磊股份

2014-12-29 14,263.50 21,958.30 21,958.3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4-12-29 178,314.49 1,102,556.66 1,102,556.66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264.SZ

新华都

2014-12-29 2,731.99 54,150.20 53,625.42 99.0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48.SZ

卫星石化

2014-12-29 60,000.00 80,508.70 80,000.00 99.37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917.SZ

电广传媒

2014-12-29 36,142.45 141,755.63 106,191.24 74.9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60.SZ

昆百大

A 2014-12-29 7,196.39 16,987.20 16,529.50 97.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555.SZ

神州信息

2014-12-29 5,295.65 45,173.42 14,358.42 31.7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68.SZ

太极股份

2014-12-29 1,015.87 27,441.17 23,825.24 86.8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110.SZ

华仁药业

2014-12-29 478.74 67,252.72 65,025.37 96.6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279.SZ

和晶科技

2014-12-29 4,709.53 13,315.15 10,389.14 78.0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60.SZ

赣锋锂业

2014-12-30 4,686.09 35,650.06 24,635.92 69.1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85.SZ

国瓷材料

2014-12-30 79.80 12,644.00 3,240.80 25.63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300277.SZ

海联讯

2014-12-30 893.92 13,400.00 5,290.33 39.4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6.SZ

星星科技

2014-12-31 680.00 22,582.57 15,497.49 68.6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255.SZ

常山药业

2014-12-31 90.10 18,841.87 13,057.42 69.3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875.SZ

吉电股份

2014-12-31 45,554.35 146,061.22 111,557.56 76.3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03.SH

威远生化

2014-12-31 6,375.23 98,578.50 41,657.10 42.2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23.SH

世茂股份

2014-12-31 182.00 117,059.53 117,241.53 100.16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855.SH

航天长峰

2014-12-31 9,641.24 33,161.74 32,986.44 99.47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453.SZ

天马精化

2014-12-31 2,912.30 57,130.00 56,501.09 98.90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0888.SZ

峨眉山

A 2014-12-31 1,908.95 26,345.66 26,340.93 99.9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0156.SZ

华数传媒

2014-12-31 4,551.72 114,668.09 11,832.77 10.3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47.SZ

宝鹰股份

2014-12-31 13,790.36 126,310.14 48,394.60 38.3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85.SH

宏发股份

2015-1-5 5,533.33 53,197.25 29,274.58 55.0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34.SZ

津膜科技

2015-1-5 106.67 26,100.00 10,610.24 40.6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65.SZ

通光线缆

2015-1-5 7,450.00 13,500.00 13,500.0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47.SZ

桑乐金

2015-1-5 1,184.51 25,860.96 17,748.83 68.6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0809.SZ

铁岭新城

2015-1-5 18,900.29 54,986.09 54,986.09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93.SZ

华闻传媒

2015-1-5 31,013.11 197,649.27 166,951.37 84.4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535.SZ

林州重机

2015-1-5 20,542.86 53,423.48 46,260.02 86.59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482.SZ

广田股份

2015-1-5 115.66 51,717.70 45,831.49 88.62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523.SZ

天桥起重

2015-1-5 7,441.36 33,280.00 31,110.94 93.48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199.SZ

翰宇药业

2015-1-5 20,052.63 40,000.00 39,998.5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300194.SZ

福安药业

2015-1-5 2,100.00 26,013.00 14,980.27 57.5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083.SZ

劲胜精密

2015-1-5 11,305.00 20,130.47 20,092.37 99.81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15-1-5 675,405.85 1,650,000.00 1,650,000.00 10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726.SH

华电能源

2015-1-6 81,409.46 196,667.52 153,467.52 78.03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51.SZ

利君股份

2015-1-6 28,560.00 40,100.00 34,700.00 86.5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50.SZ

加加食品

2015-1-6 23,640.77 46,080.00 46,080.00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649.SZ

博彦科技

2015-1-6 8,486.55 16,773.00 14,817.74 88.3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59.SZ

云南旅游

2015-1-6 1,846.72 31,201.01 23,346.72 74.8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49.SZ

博彦科技

2015-1-7 1,540.00 16,773.00 16,357.74 97.5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80.SH

瑞茂通

2015-1-7 93.00 87,826.39 25,920.01 29.5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396.SH

金山股份

2015-1-8 13,160.00 86,866.44 81,280.00 93.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196.SH

复星医药

2015-1-8 129.86 231,161.14 190,569.09 82.4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0980.SZ

金马股份

2015-1-8 21,114.00 52,814.00 52,814.00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64.SH

哈药股份

2015-1-9 86,409.38 191,748.33 191,748.33 10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509.SZ

华塑控股

2015-1-9 7,746.14 82,548.31 60,551.84 73.35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未来两周限售股解禁情况一览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涨

跌幅

区间换

手率

600030.SH

中信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475862.49 -9.06 8.62

600795.SH

国电电力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314775.06 20.38 32.56

600837.SH

海通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044153.37 -9.05 6.18

601390.SH

中国中铁 振幅值达

15% 643990.65 -2.27 4.37

000831.SZ

五矿稀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639349.73 17.15 29.98

000783.SZ

长江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601956.24 10.00 7.67

000776.SZ

广发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89019.45 10.00 3.94

601600.SH

中国铝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545313.02 25.34 9.59

601186.SH

中国铁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38751.88 -9.62 4.05

601800.SH

中国交建 振幅值达

15% 527385.11 -8.18 27.05

601800.SH

中国交建 换手率达

20% 527385.11 -8.18 27.05

600528.SH

中铁二局 换手率达

20% 520254.72 0.64 22.57

000728.SZ

国元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513648.37 10.00 8.75

600528.SH

中铁二局 振幅值达

15% 475837.11 5.98 22.74

600528.SH

中铁二局 换手率达

20% 475837.11 5.98 22.74

000783.SZ

长江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465244.52 -9.00 6.38

601800.SH

中国交建 换手率达

20% 457550.95 0.29 24.32

600673.SH

东阳光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73529.66 -17.98 26.75

000998.SZ

隆平高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60971.94 15.79 20.79

600027.SH

华电国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47578.38 24.03 8.91

000157.SZ

中联重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340449.26 9.97 8.06

000983.SZ

西山煤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308268.52 15.90 11.73

000686.SZ

东北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75358.88 10.01 8.66

600187.SH

国中水务 换手率达

20% 254021.67 2.93 23.03

000680.SZ

山推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42894.66 17.91 41.90

002500.SZ

山西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33893.21 10.02 5.96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27685.17 9.99 10.39

600863.SH

内蒙华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21645.09 10.12 18.32

600325.SH

华发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21195.22 -18.28 19.51

000425.SZ

徐工机械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19348.96 9.97 7.26

000983.SZ

西山煤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7977.60 9.98 7.67

600208.SH

新湖中宝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5605.03 -18.88 5.21

600026.SH

中海发展 振幅值达

15% 204291.23 -8.99 9.61

000998.SZ

隆平高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3004.48 9.98 11.33

000987.SZ

广州友谊 换手率达

20% 201062.59 4.55 23.68

000987.SZ

广州友谊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1062.59 4.55 23.68

600765.SH

中航重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72902.45 -19.56 10.33

002673.SZ

西部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68499.42 10.00 8.40

601969.SH

海南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61542.81 -18.03 51.02

600391.SH

成发科技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46092.45 -20.49 15.63

000821.SZ

京山轻机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44498.19 -25.08 39.47

601991.SH

大唐发电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40909.92 10.05 2.09

000680.SZ

山推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32294.85 10.06 19.91

300059.SZ

东方财富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27608.37 8.41 4.59

000680.SZ

山推股份 换手率达

20% 127121.21 4.64 20.78

600624.SH

复旦复华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3985.72 -13.75 22.74

600139.SH

西部资源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122021.12 -18.99 15.76

002500.SZ

山西证券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121011.13 -6.12 3.32

601226.SH

华电重工 换手率达

20% 116713.17 -8.47 38.29

002392.SZ

北京利尔 换手率达

20% 116136.83 2.10 31.78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当日收盘价

成交量(万股\

份\张)

成交额(万元)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4-12-23 10.15 -3.43 10.50 4,078.00 41,391.70

000686.SZ

东北证券

2014-12-25 17.58 2.81 17.78 1,703.00 29,938.74

002052.SZ

同洲电子

2014-12-23 7.65 -10.00 8.90 3,300.00 25,245.00

600277.SH

亿利能源

2014-12-25 9.45 -5.31 9.84 2,000.00 18,900.00

000686.SZ

东北证券

2014-12-22 18.64 -1.11 18.74 1,000.00 18,64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2 3.48 -7.45 3.60 5,300.00 18,444.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5 3.26 0.00 3.37 5,400.00 17,604.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6 3.39 0.59 3.50 4,900.00 16,611.00

601218.SH

吉鑫科技

2014-12-24 5.88 -9.68 6.74 2,758.00 16,217.04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14-12-22 9.63 0.00 10.51 1,676.84 16,147.97

600028.SH

中国石化

2014-12-23 6.35 0.00 6.03 2,500.00 15,875.00

002642.SZ

荣之联

2014-12-25 25.25 -9.98 27.56 590.00 14,897.5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3 3.33 -7.50 3.43 4,400.00 14,652.00

601288.SH

农业银行

2014-12-23 3.56 0.00 3.36 3,800.00 13,528.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5 3.26 0.00 3.37 4,000.00 13,040.00

000885.SZ

同力水泥

2014-12-26 9.60 -9.09 10.73 1,318.59 12,658.50

000885.SZ

同力水泥

2014-12-22 9.31 -5.00 9.89 1,323.59 12,322.64

002642.SZ

荣之联

2014-12-26 24.80 -10.01 28.50 478.00 11,854.40

002642.SZ

荣之联

2014-12-23 24.08 -10.01 25.50 490.00 11,799.20

002392.SZ

北京利尔

2014-12-24 11.32 -10.02 13.84 1,000.00 11,320.00

300222.SZ

科大智能

2014-12-23 35.10 6.75 32.66 320.00 11,232.00

600277.SH

亿利能源

2014-12-26 9.01 -8.43 9.39 1,200.00 10,812.00

002443.SZ

金洲管道

2014-12-25 6.50 -4.55 6.83 1,580.00 10,27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6 3.39 0.59 3.50 3,000.00 10,170.00

000939.SZ

凯迪电力

2014-12-23 10.00 -4.21 10.56 1,000.00 10,000.00

000831.SZ

五矿稀土

2014-12-26 31.34 1.49 30.88 319.00 9,997.46

600166.SH

福田汽车

2014-12-26 6.50 2.04 6.42 1,537.00 9,990.50

600432.SH

吉恩镍业

2014-12-26 14.24 -0.21 14.46 700.00 9,968.00

002561.SZ

徐家汇

2014-12-22 11.49 -10.02 11.90 864.00 9,927.36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3 3.33 -7.50 3.43 2,900.00 9,657.00

000750.SZ

国海证券

2014-12-25 16.64 4.26 16.64 580.00 9,651.20

300253.SZ

卫宁软件

2014-12-25 61.47 -5.79 63.50 157.00 9,650.79

300222.SZ

科大智能

2014-12-24 29.40 -9.98 33.79 328.00 9,643.20

000885.SZ

同力水泥

2014-12-22 9.18 -6.33 9.89 1,050.40 9,642.67

002642.SZ

荣之联

2014-12-24 22.95 -10.00 28.05 418.60 9,606.87

600277.SH

亿利能源

2014-12-24 9.58 0.42 9.98 1,000.00 9,580.00

601233.SH

桐昆股份

2014-12-24 9.45 -6.16 10.42 1,000.00 9,450.00

000572.SZ

海马汽车

2014-12-26 5.24 -2.24 5.56 1,800.00 9,432.00

002479.SZ

富春环保

2014-12-22 9.43 -2.98 9.82 1,000.00 9,43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2 3.48 -7.45 3.60 2,700.00 9,396.00

002443.SZ

金洲管道

2014-12-24 6.68 3.89 6.81 1,406.00 9,392.08

600792.SH

云煤能源

2014-12-24 6.68 -6.05 7.26 1,400.00 9,352.00

300352.SZ

北信源

2014-12-24 26.00 4.80 26.30 357.50 9,295.00

600432.SH

吉恩镍业

2014-12-23 14.41 -1.30 14.16 640.00 9,222.40

300352.SZ

北信源

2014-12-25 26.00 -1.14 26.76 350.00 9,100.00

601005.SH

重庆钢铁

2014-12-25 3.23 -6.38 3.53 2,800.00 9,044.00

601218.SH

吉鑫科技

2014-12-23 6.00 -9.50 6.51 1,500.00 9,000.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4-12-23 3.33 -7.50 3.43 2,700.00 8,991.00

600426.SH

华鲁恒升

2014-12-25 11.89 5.97 11.34 756.00 8,988.84

601218.SH

吉鑫科技

2014-12-25 6.07 -9.94 6.72 1,460.00 8,862.20

12月以来净减持金额居前个股

12月以来净买入金额居前个股

下半年以来月度净减持金额变化（亿元）

代码 名称

变动

次数

涉及股东人

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股份

数合计(亿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亿元)

000750.SZ

国海证券

10 5

减持

-1.54 -25.52

600150.SH

中国船舶

1 1

减持

-0.69 -21.18

000728.SZ

国元证券

2 2

减持

-0.67 -18.86

600837.SH

海通证券

8 3

减持

-0.70 -13.68

601899.SH

紫金矿业

1 1

减持

-4.00 -12.99

000686.SZ

东北证券

23 2

减持

-0.82 -12.91

601099.SH

太平洋

1 1

减持

-1.11 -12.21

601727.SH

上海电气

1 1

减持

-1.43 -10.55

000603.SZ

盛达矿业

19 4

减持

-0.67 -10.55

600664.SH

哈药股份

1 1

减持

-0.92 -9.87

000157.SZ

中联重科

2 2

减持

-1.47 -9.07

601901.SH

方正证券

7 5

减持

-0.69 -8.02

300224.SZ

正海磁材

2 1

减持

-0.24 -7.69

002500.SZ

山西证券

1 1

减持

-0.41 -6.51

600139.SH

西部资源

3 1

减持

-0.41 -5.90

600970.SH

中材国际

5 3

减持

-0.55 -5.89

002642.SZ

荣之联

7 6

减持

-0.21 -5.83

600399.SH

抚顺特钢

2 1

减持

-0.23 -5.82

002117.SZ

东港股份

17 7

减持

-0.26 -5.33

000030.SZ

富奥股份

3 3

减持

-0.64 -5.11

600369.SH

西南证券

1 1

减持

-0.30 -5.09

002392.SZ

北京利尔

6 3

减持

-0.37 -5.08

600673.SH

东阳光科

2 2

减持

-0.30 -5.07

002340.SZ

格林美

4 3

减持

-0.35 -4.86

002078.SZ

太阳纸业

2 1

减持

-1.15 -4.79

000006.SZ

深振业

A 6 3

减持

-0.68 -4.65

000776.SZ

广发证券

3 2

减持

-0.28 -4.60

601118.SH

海南橡胶

2 1

减持

-0.49 -4.51

002051.SZ

中工国际

11 7

减持

-0.16 -4.49

000669.SZ

金鸿能源

2 1

减持

-0.17 -4.49

300104.SZ

乐视网

16 11

减持

-0.12 -4.41

600277.SH

亿利能源

6 4

减持

-0.46 -4.37

002479.SZ

富春环保

5 1

减持

-0.45 -4.30

600292.SH

中电远达

1 1

减持

-0.18 -4.26

000600.SZ

建投能源

6 1

减持

-0.61 -4.25

002540.SZ

亚太科技

3 3

减持

-0.21 -4.05

002318.SZ

久立特材

3 3

减持

-0.17 -4.04

300222.SZ

科大智能

2 1

减持

-0.11 -3.88

002183.SZ

怡亚通

6 5

减持

-0.27 -3.82

600595.SH

中孚实业

1 1

减持

-0.61 -3.77

300105.SZ

龙源技术

11 2

减持

-0.28 -3.67

002305.SZ

南国置业

8 5

减持

-0.48 -3.66

600537.SH

亿晶光电

11 1

减持

-0.24 -3.63

300157.SZ

恒泰艾普

1 1

减持

-0.34 -3.63

300166.SZ

东方国信

2 2

减持

-0.10 -3.60

002052.SZ

同洲电子

2 1

减持

-0.40 -3.52

601028.SH

玉龙股份

6 3

减持

-0.16 -3.50

300253.SZ

卫宁软件

2 1

减持

-0.05 -3.42

000631.SZ

顺发恒业

2 1

减持

-0.50 -3.40

600098.SH

广州发展

1 1

减持

-0.44 -3.35

600432.SH

吉恩镍业

1 1

减持

-0.22 -3.33

600783.SH

鲁信创投

1 1

减持

-0.14 -3.32

002673.SZ

西部证券

12 1

减持

-0.13 -3.32

600225.SH

天津松江

10 4

减持

-0.37 -3.16

600873.SH

梅花生物

2 1

减持

-0.49 -3.15

600151.SH

航天机电

4 3

减持

-0.30 -3.10

300148.SZ

天舟文化

6 1

减持

-0.14 -2.98

600567.SH

山鹰纸业

2 1

减持

-1.02 -2.92

000410.SZ

沈阳机床

1 1

减持

-0.23 -2.91

600039.SH

四川路桥

1 1

减持

-0.50 -2.90

002480.SZ

新筑股份

7 5

减持

-0.25 -2.90

002572.SZ

索菲亚

2 1

减持

-0.14 -2.80

002373.SZ

千方科技

26 1

减持

-0.10 -2.72

000738.SZ

中航动控

3 1

减持

-0.15 -2.67

601218.SH

吉鑫科技

1 1

减持

-0.34 -2.62

600375.SH

华菱星马

2 2

减持

-0.20 -2.61

300053.SZ

欧比特

5 1

减持

-0.10 -2.44

000783.SZ

长江证券

5 5

减持

-0.27 -2.43

600507.SH

方大特钢

5 4

减持

-0.40 -2.33

000012.SZ

南玻

A 2 2

减持

-0.21 -2.22

002297.SZ

博云新材

6 1

减持

-0.16 -2.21

代码 名称

变动

次数

涉及股东

人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股份

数合计(亿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亿元)

600016.SH

民生银行

8 5

增持

47.54 155.19

600036.SH

招商银行

8 2

增持

12.61 141.61

000402.SZ

金融街

5 4

增持

4.46 33.60

600383.SH

金地集团

2 2

增持

2.28 20.08

000885.SZ

同力水泥

3 1

增持

0.47 4.48

000759.SZ

中百集团

1 1

增持

0.34 0.00

000671.SZ

阳光城

6 2

增持

0.33 3.11

600858.SH

银座股份

2 2

增持

0.32 2.85

600256.SH

广汇能源

1 1

增持

0.27 2.07

600337.SH

美克家居

2 1

增持

0.24 0.57

000576.SZ

广东甘化

8 1

增持

0.23 3.02

002127.SZ *ST

新民

2 2

增持

0.21 0.93

000960.SZ

锡业股份

2 1

增持

0.21 3.65

002089.SZ

新海宜

2 2

增持

0.17 2.31

603001.SH

奥康国际

2 1

增持

0.17 1.78

002487.SZ

大金重工

1 1

增持

0.16 1.48

600603.SH

大洲兴业

4 4

增持

0.10 0.69

002301.SZ

齐心集团

7 2

增持

0.07 0.60

300233.SZ

金城医药

3 3

增持

0.06 1.99

000501.SZ

鄂武商

A 2 1

增持

0.05 0.76

12月大小非净减持额降五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继续高

歌猛进， 大小非减持冲动也明显

下降。 相比11月250.77亿元的净

减持金额，12月份该数值锐减五

成， 仅有125.44亿元。 从方向上

看，券商、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类

股票是减持的“重灾区” ；而民生

银行和招商银行两只股票则异军

突起， 本月各自获得155.19亿元

和141.61亿元增持， 为个股增持

金额之最， 折射出当前产业资本

对银行股仍抱有相当高的期待。

12月减持规模骤降

据wind数据，12月沪深两

市共有539家公司发布重要股东

增减持的相关公告，合计净减持

股份27.49亿股， 净减持金额为

125.44亿元。 其中，有425家公司

获得净减持，95家公司出现净增

持，环比维持持平的有19家。 与

11月相比较，无论是增减持公司

数量还是持平公司数量上都有

较为明显增长， 不过总金额上，

12月大小非减持力度却大幅缩

减，降幅高达近五成。

具体来看，11月整月累计有

322家公司遭到大小非减持，12

月则有425家，环比增长97家；同

期受到净增持的公司数量也从

11月的65家攀升至12月的95家，

增幅为46.15%。 这表明经过10

月和11月连续两个月的 “低潮

期” 后，12月大小非交易活跃度

开始重新升温。 A股走势上看，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累计上涨

13.19%，遥遥领先11月9.05%的

阶段涨幅，市场重心的快速上移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小非们的

敏感神经，导致12月受到产业资

本增持的个股数量迅猛增多。

从主流资金方向看，伴随12

月大盘再振声势，产业资本出逃

欲望节节消退，相比11月250.77

亿元的大小非减持金额，12月减

持力度仅为11月的一半。而且以

周为单位看， 上述趋势更加明

显。 12月前四周出现净减持的公

司家数分别为 176家、159家、

189家和119家，每周减持规模相

对均衡；增持方面，前四周也分

别为28家、44家、21家和44家，

数量上并未出现暴增暴跌现象，

这也显示出12月大小非心态较

为稳定，继续持有股票等待后市

机遇成为共同心声。

除A股表现、投资情绪等因

素，三季报发布期间造成的产业

资本运作“空窗期” ，也是12月

净减持金额环比锐降的重要原

因。 由于三季报因素，诸多有减

持冲动的产业资本无法在10月

份达成想法，纷纷选择在11月份

集中减持，使得11月份减持“大

塞车” ，净减持家数暴增，因此当

12月份减持压力回归常态，净减

持额自然骤降。

金融股“兄弟分家”

从市场走势看，以金融股为

代表的蓝筹行情是支撑大盘在

12月连创新高的背后推手，其中

又以中信证券、西南证券、民生

银行表现最为抢眼，成为当月最

受投资者追捧的大牛股。 但从产

业资本角度看，在12月非银金融

迄今板块涨幅累计达到44.18%

的背景下，适时加码减持锁定利

润的需求显然格外突出。 在券商

股之外，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等

行业也成为个股减持数量较多

的板块。

根据相关数据，12月以来个

股净减持力度最大的前三位分

别是国海证券、中国船舶、国元

证券，具体净减持金额为25.52亿

元、21.18亿元和18.86亿元；减仓

金额最大的前十位中，券商股也

独占五席，海通证券、东北证券、

太平洋分列第四、 第六和第七

位，12月以来各自减持13.68亿

元、12.91亿元和12.21亿元。 不仅

减持金额悉数居前，数量占比来

看，本月净减持金额超过10亿元

的9只股票中， 券商股份额也已

经超过半数。 此外，诸如方正证

券、山西证券、西南证券、广发证

券、西部证券等也不同程度地出

现净减持，且排位也普遍靠前。

与本月行业板块上券商、银

行板块保持联动的“亲密关系”

不同， 在产业资本增减持方面，

这两大板块得到截然不同的对

待。 在大小非重点减持券商股的

同时，本月有两只银行股却得到

了产业资本的大肆增持，其是民

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具体增持金

额为155.19亿元和141.6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只股票不仅

是本月市场增仓金额最大个股

的前两名，同时还是仅有的增持

金额超过100亿元股票。 如果将

上述两只银行股剔除，则本月大

小非为净减持422.22亿元。

而且从“买家” 来看，安邦

集团是招商银行12月的唯一增

持大股东。 变动后，安邦财产保

险持有招商银行流通股数量上

升为25.22亿股，占流通股比例为

10%。 民生银行也在12月遭到安

邦集团4次增持， 因此不排除受

到产业资本增持信心提振，后续

投资者看多银行股预期提升，从

而促使银行板块走出新一轮上

升行情的可能。 毕竟目前上市银

行牌照稀缺； 地方债务问题梳

理， 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制落

地； 加之银行股本身盘子够大，

可以承接巨大增量资金入市。

下半年以来月度净减持金额变化（亿元）

12月大小非净减持额降五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继续高

歌猛进， 大小非减持冲动也明显

下降。 相比11月250.77亿元的净

减持金额，12月份该数值锐减五

成， 仅有125.44亿元。 从方向上

看，券商、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类

股票是减持的“重灾区” ；而民生

银行和招商银行两只股票则异军

突起， 本月各自获得155.19亿元

和141.61亿元增持， 为个股增持

金额之最， 折射出当前产业资本

对银行股仍抱有相当高的期待。

12月减持规模骤降

据wind数据，12月沪深两

市共有539家公司发布重要股东

增减持的相关公告，合计净减持

股份27.49亿股， 净减持金额为

125.44亿元。 其中，有425家公司

获得净减持，95家公司出现净增

持，环比维持持平的有19家。 与

11月相比较，无论是增减持公司

数量还是持平公司数量上都有

较为明显增长， 不过总金额上，

12月大小非减持力度却大幅缩

减，降幅高达近五成。

具体来看，11月整月累计有

322家公司遭到大小非减持，12

月则有425家，环比增长97家；同

期受到净增持的公司数量也从

11月的65家攀升至12月的95家，

增幅为46.15%。 这表明经过10

月和11月连续两个月的 “低潮

期” 后，12月大小非交易活跃度

开始重新升温。 A股走势上看，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累计上涨

13.19%，遥遥领先11月9.05%的

阶段涨幅，市场重心的快速上移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小非们的

敏感神经，导致12月受到产业资

本增持的个股数量迅猛增多。

从主流资金方向看，伴随12

月大盘再振声势，产业资本出逃

欲望节节消退，相比11月250.77

亿元的大小非减持金额，12月减

持力度仅为11月的一半。而且以

周为单位看， 上述趋势更加明

显。 12月前四周出现净减持的公

司家数分别为 176家、159家、

189家和119家，每周减持规模相

对均衡；增持方面，前四周也分

别为28家、44家、21家和44家，

数量上并未出现暴增暴跌现象，

这也显示出12月大小非心态较

为稳定，继续持有股票等待后市

机遇成为共同心声。

除A股表现、投资情绪等因

素，三季报发布期间造成的产业

资本运作“空窗期” ，也是12月

净减持金额环比锐降的重要原

因。 由于三季报因素，诸多有减

持冲动的产业资本无法在10月

份达成想法，纷纷选择在11月份

集中减持，使得11月份减持“大

塞车” ，净减持家数暴增，因此当

12月份减持压力回归常态，净减

持额自然骤降。

金融股“兄弟分家”

从市场走势看，以金融股为

代表的蓝筹行情是支撑大盘在

12月连创新高的背后推手，其中

又以中信证券、西南证券、民生

银行表现最为抢眼，成为当月最

受投资者追捧的大牛股。 但从产

业资本角度看，在12月非银金融

迄今板块涨幅累计达到44.18%

的背景下，适时加码减持锁定利

润的需求显然格外突出。 在券商

股之外，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等

行业也成为个股减持数量较多

的板块。

根据相关数据，12月以来个

股净减持力度最大的前三位分

别是国海证券、中国船舶、国元

证券，具体净减持金额为25.52亿

元、21.18亿元和18.86亿元；减仓

金额最大的前十位中，券商股也

独占五席，海通证券、东北证券、

太平洋分列第四、 第六和第七

位，12月以来各自减持13.68亿

元、12.91亿元和12.21亿元。 不仅

减持金额悉数居前，数量占比来

看，本月净减持金额超过10亿元

的9只股票中， 券商股份额也已

经超过半数。 此外，诸如方正证

券、山西证券、西南证券、广发证

券、西部证券等也不同程度地出

现净减持，且排位也普遍靠前。

与本月行业板块上券商、银

行板块保持联动的“亲密关系”

不同， 在产业资本增减持方面，

这两大板块得到截然不同的对

待。 在大小非重点减持券商股的

同时，本月有两只银行股却得到

了产业资本的大肆增持，其是民

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具体增持金

额为155.19亿元和141.6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只股票不仅

是本月市场增仓金额最大个股

的前两名，同时还是仅有的增持

金额超过100亿元股票。 如果将

上述两只银行股剔除，则本月大

小非为净减持422.22亿元。

而且从“买家” 来看，安邦

集团是招商银行12月的唯一增

持大股东。 变动后，安邦财产保

险持有招商银行流通股数量上

升为25.22亿股，占流通股比例为

10%。 民生银行也在12月遭到安

邦集团4次增持， 因此不排除受

到产业资本增持信心提振，后续

投资者看多银行股预期提升，从

而促使银行板块走出新一轮上

升行情的可能。 毕竟目前上市银

行牌照稀缺； 地方债务问题梳

理， 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制落

地； 加之银行股本身盘子够大，

可以承接巨大增量资金入市。

12月以来净减持金额居前个股

12月大小非净减持额降五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继续高

歌猛进， 大小非减持冲动也明显

下降。 相比11月250.77亿元的净

减持金额，12月份该数值锐减五

成， 仅有125.44亿元。 从方向上

看，券商、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类

股票是减持的“重灾区” ；而民生

银行和招商银行两只股票则异军

突起， 本月各自获得155.19亿元

和141.61亿元增持， 为个股增持

金额之最， 折射出当前产业资本

对银行股仍抱有相当高的期待。

12月减持规模骤降

据wind数据，12月沪深两

市共有539家公司发布重要股东

增减持的相关公告，合计净减持

股份27.49亿股， 净减持金额为

125.44亿元。 其中，有425家公司

获得净减持，95家公司出现净增

持，环比维持持平的有19家。 与

11月相比较，无论是增减持公司

数量还是持平公司数量上都有

较为明显增长， 不过总金额上，

12月大小非减持力度却大幅缩

减，降幅高达近五成。

具体来看，11月整月累计有

322家公司遭到大小非减持，12

月则有425家，环比增长97家；同

期受到净增持的公司数量也从

11月的65家攀升至12月的95家，

增幅为46.15%。 这表明经过10

月和11月连续两个月的 “低潮

期” 后，12月大小非交易活跃度

开始重新升温。 A股走势上看，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累计上涨

13.19%，遥遥领先11月9.05%的

阶段涨幅，市场重心的快速上移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小非们的

敏感神经，导致12月受到产业资

本增持的个股数量迅猛增多。

从主流资金方向看，伴随12

月大盘再振声势，产业资本出逃

欲望节节消退，相比11月250.77

亿元的大小非减持金额，12月减

持力度仅为11月的一半。而且以

周为单位看， 上述趋势更加明

显。 12月前四周出现净减持的公

司家数分别为 176家、159家、

189家和119家，每周减持规模相

对均衡；增持方面，前四周也分

别为28家、44家、21家和44家，

数量上并未出现暴增暴跌现象，

这也显示出12月大小非心态较

为稳定，继续持有股票等待后市

机遇成为共同心声。

除A股表现、投资情绪等因

素，三季报发布期间造成的产业

资本运作“空窗期” ，也是12月

净减持金额环比锐降的重要原

因。 由于三季报因素，诸多有减

持冲动的产业资本无法在10月

份达成想法，纷纷选择在11月份

集中减持，使得11月份减持“大

塞车” ，净减持家数暴增，因此当

12月份减持压力回归常态，净减

持额自然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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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走势看，以金融股为

代表的蓝筹行情是支撑大盘在

12月连创新高的背后推手，其中

又以中信证券、西南证券、民生

银行表现最为抢眼，成为当月最

受投资者追捧的大牛股。 但从产

业资本角度看，在12月非银金融

迄今板块涨幅累计达到44.18%

的背景下，适时加码减持锁定利

润的需求显然格外突出。 在券商

股之外，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等

行业也成为个股减持数量较多

的板块。

根据相关数据，12月以来个

股净减持力度最大的前三位分

别是国海证券、中国船舶、国元

证券，具体净减持金额为25.52亿

元、21.18亿元和18.86亿元；减仓

金额最大的前十位中，券商股也

独占五席，海通证券、东北证券、

太平洋分列第四、 第六和第七

位，12月以来各自减持13.68亿

元、12.91亿元和12.21亿元。 不仅

减持金额悉数居前，数量占比来

看，本月净减持金额超过10亿元

的9只股票中， 券商股份额也已

经超过半数。 此外，诸如方正证

券、山西证券、西南证券、广发证

券、西部证券等也不同程度地出

现净减持，且排位也普遍靠前。

与本月行业板块上券商、银

行板块保持联动的“亲密关系”

不同， 在产业资本增减持方面，

这两大板块得到截然不同的对

待。 在大小非重点减持券商股的

同时，本月有两只银行股却得到

了产业资本的大肆增持，其是民

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具体增持金

额为155.19亿元和141.6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只股票不仅

是本月市场增仓金额最大个股

的前两名，同时还是仅有的增持

金额超过100亿元股票。 如果将

上述两只银行股剔除，则本月大

小非为净减持422.22亿元。

而且从“买家” 来看，安邦

集团是招商银行12月的唯一增

持大股东。 变动后，安邦财产保

险持有招商银行流通股数量上

升为25.22亿股，占流通股比例为

10%。 民生银行也在12月遭到安

邦集团4次增持， 因此不排除受

到产业资本增持信心提振，后续

投资者看多银行股预期提升，从

而促使银行板块走出新一轮上

升行情的可能。 毕竟目前上市银

行牌照稀缺； 地方债务问题梳

理， 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制落

地； 加之银行股本身盘子够大，

可以承接巨大增量资金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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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金额，12月份该数值锐减五

成， 仅有125.44亿元。 从方向上

看，券商、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类

股票是减持的“重灾区” ；而民生

银行和招商银行两只股票则异军

突起， 本月各自获得155.19亿元

和141.61亿元增持， 为个股增持

金额之最， 折射出当前产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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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27.49亿股， 净减持金额为

125.44亿元。 其中，有425家公司

获得净减持，95家公司出现净增

持，环比维持持平的有19家。 与

11月相比较，无论是增减持公司

数量还是持平公司数量上都有

较为明显增长， 不过总金额上，

12月大小非减持力度却大幅缩

减，降幅高达近五成。

具体来看，11月整月累计有

322家公司遭到大小非减持，12

月则有425家，环比增长97家；同

期受到净增持的公司数量也从

11月的65家攀升至12月的95家，

增幅为46.15%。 这表明经过10

月和11月连续两个月的 “低潮

期” 后，12月大小非交易活跃度

开始重新升温。 A股走势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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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神经，导致12月受到产业资

本增持的个股数量迅猛增多。

从主流资金方向看，伴随12

月大盘再振声势，产业资本出逃

欲望节节消退，相比11月250.77

亿元的大小非减持金额，12月减

持力度仅为11月的一半。而且以

周为单位看， 上述趋势更加明

显。 12月前四周出现净减持的公

司家数分别为 176家、159家、

189家和119家，每周减持规模相

对均衡；增持方面，前四周也分

别为28家、44家、21家和44家，

数量上并未出现暴增暴跌现象，

这也显示出12月大小非心态较

为稳定，继续持有股票等待后市

机遇成为共同心声。

除A股表现、投资情绪等因

素，三季报发布期间造成的产业

资本运作“空窗期” ，也是12月

净减持金额环比锐降的重要原

因。 由于三季报因素，诸多有减

持冲动的产业资本无法在10月

份达成想法，纷纷选择在11月份

集中减持，使得11月份减持“大

塞车” ，净减持家数暴增，因此当

12月份减持压力回归常态，净减

持额自然骤降。

金融股“兄弟分家”

从市场走势看，以金融股为

代表的蓝筹行情是支撑大盘在

12月连创新高的背后推手，其中

又以中信证券、西南证券、民生

银行表现最为抢眼，成为当月最

受投资者追捧的大牛股。 但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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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在产业资本增减持方面，

这两大板块得到截然不同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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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月有两只银行股却得到

了产业资本的大肆增持，其是民

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具体增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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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只股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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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两名，同时还是仅有的增持

金额超过100亿元股票。 如果将

上述两只银行股剔除，则本月大

小非为净减持422.22亿元。

而且从“买家” 来看，安邦

集团是招商银行12月的唯一增

持大股东。 变动后，安邦财产保

险持有招商银行流通股数量上

升为25.22亿股，占流通股比例为

10%。 民生银行也在12月遭到安

邦集团4次增持， 因此不排除受

到产业资本增持信心提振，后续

投资者看多银行股预期提升，从

而促使银行板块走出新一轮上

升行情的可能。 毕竟目前上市银

行牌照稀缺； 地方债务问题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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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加之银行股本身盘子够大，

可以承接巨大增量资金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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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宽松 沪综指大涨

1.58%

上周A股市场宽幅震荡。 先

是冲高受阻，周二跌幅近100点；

但在后两个交易日则持续大涨，

上证指数先涨100点，再涨80点，

如此就使得上证指数一周大涨

1.58%。

当前引导A股涨升的引擎

很难用产业逻辑来推演。比如说

我国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

峰期已过， 理论上重型机械、工

程基建等产业的市场需求减弱，

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理应低迷。

但实际上，近期工程机械、工程

基建板块反而成为市场主流资

金竞相关注的焦点品种。 对此，

有观点认为，证券市场的股价走

势与宏观经济并不匹配，但与货

币政策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今

年下半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

A股市场的流动性陡然增加。 有

投资者戏称，“宏观—有钱，策

略—任性，交易—找大象” 。 有

钱了，豪气陡增，既不在乎产业

趋势，也不在乎股价高低。 比如

说安邦保险增持民生银行至

15%的股权。 民生银行的港股股

价只有9.53港元， 约合人民币

7.63元； 但安邦保险舍低就高，

宁愿在10元以上的价格增持A

股民生银行股权。

上证指数自然随之强势起

来。 而且当前A股市场的强力资

金也不是过于任性，还是有着一

定的思考能力，其主攻方向就是

金融股。 如此清晰的做多路线

图，意味着新近介入到A股的资

金，表面“任性” ，但其实相对理

性，反复围绕着这些品种做足文

章，如此就赋予此类个股极强的

股价弹性，也赋予此类资金强大

的盘面引导能力。 毕竟此类个股

均是A股的人气股、 指标股。 所

以，指数能够暴跌，但也能够在

暴跌后迅速恢复弹性，恢复涨升

趋势。看来，短线A股的走势仍可

期待。

投资能力增强 保险大涨

14.64%

近期市场热钱仍然以金融

股为关注核心。 其中，保险股更

是成为核心中的核心。 庞大市值

的中国人寿居然身轻如燕般地

冲击涨停板， 说明市场买力汹

涌，进而驱动着整个保险板块出

现了强劲回升的态势，保险指数

大涨14.64%。

就目前的金融行业来说，保

险行业的发展空间是最为乐观

的。 比如说对于银行业来说，不

仅面临着我国重工业化、城市化

高峰期已过，对资本需求已趋于

减弱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贷款

利率降低、存款利率回升的存贷

差收敛的压力。 再比如说券商

股， 也面临着融资规模瓶颈、成

交量瓶颈的制约。

但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却

值得期待。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

获取现金的能力在持续增强。

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 保险意

识的提升， 未来的保费收入将

持续增强， 现金流涌入的速度

仍在持续提速趋势中。 另一方

面则是投资能力在增强。 获得

持续、快速的现金流之后，保险

公司就可以将这些沉淀下来的

现金流进行再投资。 由于政策

的持续松绑， 保险公司的投资

空间迅速拓展， 投资能力迅速

提升，所以整个盈利能力、成长

空间随之乐观起来， 这其实也

是近期保险股反复活跃且强于

银行股的直接驱动力。

由此可见， 短线保险股的

涨升趋势仍有望延续， 不仅仅

是惯性的力量， 而且还在于经

过近期的洗礼之后， 市场参与

者认同保险股的态度明显趋于

一致， 从而有望迅速释放保险

股的做多能量。 就后续走势来

说， 更主要的是需要关注保险

股获取现金流的能力、 投资的

能力，就此点来说，中国平安可

能更胜一筹。

题材驱动 铁路基建收出长下影线

近期铁路基建股成为A股市

场的一大亮点，中国铁建更是成

为多头做多的一面旗帜。 如此就

驱动着热钱纷纷涌入铁路基建

股，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

局等个股均有着不俗的表现，铁

路基建指数也迅速摆脱上周初

下跌的阴影束缚， 反复震荡走

强，收出一根下影线达266.71点

的K线。

如此走势的确超出市场预

期，但存在就是合理的。一是因为

“一带一路”的推进，使得整个市

场热钱对铁路基建产业的市场空

间发生了积极改变， 由原先的国

内市场拓展到全球市场， 自然会

拓展铁路基建股的产业成长空

间。 二是因为铁路基建股在启动

前只有不足10倍市盈率，股价只

有4-5元，所以拉升起来空间大，

进而成为热钱们关注的焦点。

但问题是，经过持续大涨之

后，铁路基建股的估值优势已经

不再，龙头品种的市盈率更是高

达30倍。作为一个净利润率只有

2%左右的基建股来说，30倍的

市盈率的确是高估的，已经带有

泡沫成分。 所以，预计此类个股

在本周将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回

落趋势或难避免，在操作中宜保

持谨慎。

小盘股失宠 次新股急跌

3.47%

近期市场热钱主要围绕权

重股反复做足股价拉升文章，从

而使得小盘股缺乏资金滋润，二

级市场股价走势随之震荡走低，

次新股上周急跌3.47%。

不过，这一迹象在上周末略

有所改变。 一方面是因为次新股

开始出现了强势品种，凯发电气

在急跌后迅速反弹， 飞凯材料、

中科曙光等个股也是反复逞强，

看来有部分资金开始关注起小

盘股的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小盘次新股较为集中的创

业板指在上周末有所企稳，并未

出现大盘指数大涨、创业板指暴

跌的格局。 这本身就说明了小盘

股集中的创业板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托盘能力。

如果再考虑以下三个因

素，小盘股，尤其是小盘次新股

可能会成为元旦前后的市场新

兴奋点。 一是含权股炒作开始

渐露头角，永大集团、联建光电

等个股的活跃走势已经作出表

率， 说明含权股只是炒作时间

节奏有所延后， 但还是来到了

A股市场， 这有利于小盘股的

活跃。二是比价效应。经过前期

的持续大涨，大盘股的市盈率、

市净率迅速提升；同样，经过前

期的大跌，小盘股的市盈率、市

净率迅速降低， 如此就使得小

盘股的比价弱势有所弱化，这

赋予了小盘股企稳的市场基

础。 三是小盘股的成长趋势、业

绩弹性要强于大盘股。 毕竟小

盘股中有新兴产业股， 如生物

技术、移动互联网概念等等。 这

些产业前景乐观，发展趋势值得

期待。 随着时间推移，此类个股

的成长趋势、产业特征必然会成

为新增资金关注的新方向。 因

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

适量跟踪优质小盘次新股。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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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未来两周限售股解禁情况一览

12月大小非净减持额降五成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继续高

歌猛进， 大小非减持冲动也明显

下降。 相比11月250.77亿元的净

减持金额，12月份该数值锐减五

成， 仅有125.44亿元。 从方向上

看，券商、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类

股票是减持的“重灾区” ；而民生

银行和招商银行两只股票则异军

突起， 本月各自获得155.19亿元

和141.61亿元增持， 为个股增持

金额之最， 折射出当前产业资本

对银行股仍抱有相当高的期待。

12月减持规模骤降

据wind数据，12月沪深两

市共有539家公司发布重要股东

增减持的相关公告，合计净减持

股份27.49亿股， 净减持金额为

125.44亿元。 其中，有425家公司

获得净减持，95家公司出现净增

持，环比维持持平的有19家。 与

11月相比较，无论是增减持公司

数量还是持平公司数量上都有

较为明显增长， 不过总金额上，

12月大小非减持力度却大幅缩

减，降幅高达近五成。

具体来看，11月整月累计有

322家公司遭到大小非减持，12

月则有425家，环比增长97家；同

期受到净增持的公司数量也从

11月的65家攀升至12月的95家，

增幅为46.15%。 这表明经过10

月和11月连续两个月的 “低潮

期” 后，12月大小非交易活跃度

开始重新升温。 A股走势上看，

12月以来上证综指累计上涨

13.19%，遥遥领先11月9.05%的

阶段涨幅，市场重心的快速上移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小非们的

敏感神经，导致12月受到产业资

本增持的个股数量迅猛增多。

从主流资金方向看，伴随12

月大盘再振声势，产业资本出逃

欲望节节消退，相比11月250.77

亿元的大小非减持金额，12月减

持力度仅为11月的一半。而且以

周为单位看， 上述趋势更加明

显。 12月前四周出现净减持的公

司家数分别为 176家、159家、

189家和119家，每周减持规模相

对均衡；增持方面，前四周也分

别为28家、44家、21家和44家，

数量上并未出现暴增暴跌现象，

这也显示出12月大小非心态较

为稳定，继续持有股票等待后市

机遇成为共同心声。

除A股表现、投资情绪等因

素，三季报发布期间造成的产业

资本运作“空窗期” ，也是12月

净减持金额环比锐降的重要原

因。 由于三季报因素，诸多有减

持冲动的产业资本无法在10月

份达成想法，纷纷选择在11月份

集中减持，使得11月份减持“大

塞车” ，净减持家数暴增，因此当

12月份减持压力回归常态，净减

持额自然骤降。

金融股“兄弟分家”

从市场走势看，以金融股为

代表的蓝筹行情是支撑大盘在

12月连创新高的背后推手，其中

又以中信证券、西南证券、民生

银行表现最为抢眼，成为当月最

受投资者追捧的大牛股。 但从产

业资本角度看，在12月非银金融

迄今板块涨幅累计达到44.18%

的背景下，适时加码减持锁定利

润的需求显然格外突出。 在券商

股之外，交通运输、有色金属等

行业也成为个股减持数量较多

的板块。

根据相关数据，12月以来个

股净减持力度最大的前三位分

别是国海证券、中国船舶、国元

证券，具体净减持金额为25.52亿

元、21.18亿元和18.86亿元；减仓

金额最大的前十位中，券商股也

独占五席，海通证券、东北证券、

太平洋分列第四、 第六和第七

位，12月以来各自减持13.68亿

元、12.91亿元和12.21亿元。 不仅

减持金额悉数居前，数量占比来

看，本月净减持金额超过10亿元

的9只股票中， 券商股份额也已

经超过半数。 此外，诸如方正证

券、山西证券、西南证券、广发证

券、西部证券等也不同程度地出

现净减持，且排位也普遍靠前。

与本月行业板块上券商、银

行板块保持联动的“亲密关系”

不同， 在产业资本增减持方面，

这两大板块得到截然不同的对

待。 在大小非重点减持券商股的

同时，本月有两只银行股却得到

了产业资本的大肆增持，其是民

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具体增持金

额为155.19亿元和141.6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只股票不仅

是本月市场增仓金额最大个股

的前两名，同时还是仅有的增持

金额超过100亿元股票。 如果将

上述两只银行股剔除，则本月大

小非为净减持422.22亿元。

而且从“买家” 来看，安邦

集团是招商银行12月的唯一增

持大股东。 变动后，安邦财产保

险持有招商银行流通股数量上

升为25.22亿股，占流通股比例为

10%。 民生银行也在12月遭到安

邦集团4次增持， 因此不排除受

到产业资本增持信心提振，后续

投资者看多银行股预期提升，从

而促使银行板块走出新一轮上

升行情的可能。 毕竟目前上市银

行牌照稀缺； 地方债务问题梳

理， 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制落

地； 加之银行股本身盘子够大，

可以承接巨大增量资金入市。

流动性宽松 沪综指大涨

1.58%

上周A股市场宽幅震荡。 先

是冲高受阻，周二跌幅近100点；

但在后两个交易日则持续大涨，

上证指数先涨100点，再涨80点，

如此就使得上证指数一周大涨

1.58%。

当前引导A股涨升的引擎

很难用产业逻辑来推演。比如说

我国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

峰期已过， 理论上重型机械、工

程基建等产业的市场需求减弱，

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理应低迷。

但实际上，近期工程机械、工程

基建板块反而成为市场主流资

金竞相关注的焦点品种。 对此，

有观点认为，证券市场的股价走

势与宏观经济并不匹配，但与货

币政策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今

年下半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

A股市场的流动性陡然增加。 有

投资者戏称，“宏观—有钱，策

略—任性，交易—找大象” 。 有

钱了，豪气陡增，既不在乎产业

趋势，也不在乎股价高低。 比如

说安邦保险增持民生银行至

15%的股权。 民生银行的港股股

价只有9.53港元， 约合人民币

7.63元； 但安邦保险舍低就高，

宁愿在10元以上的价格增持A

股民生银行股权。

上证指数自然随之强势起

来。 而且当前A股市场的强力资

金也不是过于任性，还是有着一

定的思考能力，其主攻方向就是

金融股。 如此清晰的做多路线

图，意味着新近介入到A股的资

金，表面“任性” ，但其实相对理

性，反复围绕着这些品种做足文

章，如此就赋予此类个股极强的

股价弹性，也赋予此类资金强大

的盘面引导能力。 毕竟此类个股

均是A股的人气股、 指标股。 所

以，指数能够暴跌，但也能够在

暴跌后迅速恢复弹性，恢复涨升

趋势。看来，短线A股的走势仍可

期待。

投资能力增强 保险大涨

14.64%

近期市场热钱仍然以金融

股为关注核心。 其中，保险股更

是成为核心中的核心。 庞大市值

的中国人寿居然身轻如燕般地

冲击涨停板， 说明市场买力汹

涌，进而驱动着整个保险板块出

现了强劲回升的态势，保险指数

大涨14.64%。

就目前的金融行业来说，保

险行业的发展空间是最为乐观

的。 比如说对于银行业来说，不

仅面临着我国重工业化、城市化

高峰期已过，对资本需求已趋于

减弱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贷款

利率降低、存款利率回升的存贷

差收敛的压力。 再比如说券商

股， 也面临着融资规模瓶颈、成

交量瓶颈的制约。

但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却

值得期待。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

获取现金的能力在持续增强。

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 保险意

识的提升， 未来的保费收入将

持续增强， 现金流涌入的速度

仍在持续提速趋势中。 另一方

面则是投资能力在增强。 获得

持续、快速的现金流之后，保险

公司就可以将这些沉淀下来的

现金流进行再投资。 由于政策

的持续松绑， 保险公司的投资

空间迅速拓展， 投资能力迅速

提升，所以整个盈利能力、成长

空间随之乐观起来， 这其实也

是近期保险股反复活跃且强于

银行股的直接驱动力。

由此可见， 短线保险股的

涨升趋势仍有望延续， 不仅仅

是惯性的力量， 而且还在于经

过近期的洗礼之后， 市场参与

者认同保险股的态度明显趋于

一致， 从而有望迅速释放保险

股的做多能量。 就后续走势来

说， 更主要的是需要关注保险

股获取现金流的能力、 投资的

能力，就此点来说，中国平安可

能更胜一筹。

题材驱动 铁路基建收出长下影线

近期铁路基建股成为A股市

场的一大亮点，中国铁建更是成

为多头做多的一面旗帜。 如此就

驱动着热钱纷纷涌入铁路基建

股，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

局等个股均有着不俗的表现，铁

路基建指数也迅速摆脱上周初

下跌的阴影束缚， 反复震荡走

强，收出一根下影线达266.71点

的K线。

如此走势的确超出市场预

期，但存在就是合理的。一是因为

“一带一路”的推进，使得整个市

场热钱对铁路基建产业的市场空

间发生了积极改变， 由原先的国

内市场拓展到全球市场， 自然会

拓展铁路基建股的产业成长空

间。 二是因为铁路基建股在启动

前只有不足10倍市盈率，股价只

有4-5元，所以拉升起来空间大，

进而成为热钱们关注的焦点。

但问题是，经过持续大涨之

后，铁路基建股的估值优势已经

不再，龙头品种的市盈率更是高

达30倍。作为一个净利润率只有

2%左右的基建股来说，30倍的

市盈率的确是高估的，已经带有

泡沫成分。 所以，预计此类个股

在本周将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回

落趋势或难避免，在操作中宜保

持谨慎。

小盘股失宠 次新股急跌

3.47%

近期市场热钱主要围绕权

重股反复做足股价拉升文章，从

而使得小盘股缺乏资金滋润，二

级市场股价走势随之震荡走低，

次新股上周急跌3.47%。

不过，这一迹象在上周末略

有所改变。 一方面是因为次新股

开始出现了强势品种，凯发电气

在急跌后迅速反弹， 飞凯材料、

中科曙光等个股也是反复逞强，

看来有部分资金开始关注起小

盘股的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小盘次新股较为集中的创

业板指在上周末有所企稳，并未

出现大盘指数大涨、创业板指暴

跌的格局。 这本身就说明了小盘

股集中的创业板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托盘能力。

如果再考虑以下三个因

素，小盘股，尤其是小盘次新股

可能会成为元旦前后的市场新

兴奋点。 一是含权股炒作开始

渐露头角，永大集团、联建光电

等个股的活跃走势已经作出表

率， 说明含权股只是炒作时间

节奏有所延后， 但还是来到了

A股市场， 这有利于小盘股的

活跃。二是比价效应。经过前期

的持续大涨，大盘股的市盈率、

市净率迅速提升；同样，经过前

期的大跌，小盘股的市盈率、市

净率迅速降低， 如此就使得小

盘股的比价弱势有所弱化，这

赋予了小盘股企稳的市场基

础。 三是小盘股的成长趋势、业

绩弹性要强于大盘股。 毕竟小

盘股中有新兴产业股， 如生物

技术、移动互联网概念等等。 这

些产业前景乐观，发展趋势值得

期待。 随着时间推移，此类个股

的成长趋势、产业特征必然会成

为新增资金关注的新方向。 因

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

适量跟踪优质小盘次新股。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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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格局不改 完美收官可期

□西南证券 张刚

上周有9家券商发表了对后

市的看法，6家看多，3家看平，无

一看空； 市场综合情绪指数为

62.2%，较前一周继续上升1.1个

百分点，表明市场看多热情依旧

高涨。 与此前一周相比，共有两

家机构改变了对大盘短期走势

的看法：国都证券对本周趋势由

看空调升为看平，对中线继续维

持看多不变；民生证券对本周趋

势由看平调升为看多，对中线仍

持看多观点不变。

所有机构一致看多大盘中

线走势，并认为2014年的行情将

完美收官。 多头新时代证券表

示，虽然近期宏观经济数据不理

想， 但稳增长的利好消息却频

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投

资信心， 激发更大的投资热情。

对于后市判断，每年一季度都是

银行信贷巨量投放的时期，因此

这将对明年初的市场构成强烈

利好预期。本周市场将继续演绎

“二八”风格，完美收官。

五矿证券称，任何牛市都免

不了回调甚至大幅震荡，大盘在

3000点以上应坚定指数将继续

向好和 “抓大放小” 的选股思

路，看好主板投资机会。 申银万

国证券分析认为，大盘短线调整

与新股发行增量资金“断流” 有

关，目前调整基本完成，权重股

将再度走强， 推动大盘震荡向

上，沪指有望在最后三个交易日

再创年内新高。

对于中期热点，民生证券提

出了几条主线：一是逢低关注银

行、券商等金融股，但不追高；二

是“一带一路” 将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获得关注；三是国企改革将

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释放改革

红利；四是高端装备制造和节能

环保等受政策支持的行业；五是

年报有高送转预期的个股。

西南证券对大盘短期走势

稍显谨慎，认为元旦假期将使市

场交投趋于清淡，大盘升势将延

续，但涨幅可能会收窄。 年报披

露将加剧低估值蓝筹股和高估

值小市值品种的分化，市场资金

将集中关注有高比例现金分配

能力的品种， 继续看好主板市

场。

对市场短期持看平观点的

券商均表示大盘将延续强势格

局， 建议重点关注低估值蓝筹

股。 东吴证券指出，目前市场的

上涨进入到主要依靠资金推动

阶段，且从中期看这种行情仍未

完结。 为避免陷入“满仓踏空”

或“满仓大跌” 的困局，操作上

建议抓大放小， 但需控制仓位、

逢低布局。

光大证券分析称，虽然每天

市场都有强势热点，但热点快速

轮动导致整体赚钱效应减弱，在

市场上升趋势依然有望延续的

背景下，建议继续关注低估值蓝

筹股回调的机会。 国都证券表

示， 短期应密切关注量能变化，

若沪市每天成交维持在4000亿

元以上，那么强势格局将延续。

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国内券商多空观点基本情况

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本周市场情绪指数（★表示看多，○表示看平，☆表示看空）

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本周推荐关注行业情况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A17

■ 责编：龙跃 电话：

010－63070390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12月29日 星期一

数据/信息

ata·Information

D

一周牛熊数据

流动性宽松沪综指大涨1.58%

上周A股市场宽幅震荡。先是冲高受阻，周二跌幅近100点；但在后两个交易日则持续大涨，上证指数先涨100点，再涨80点，如此就使得上证指数一周大涨1.58%。

当前引导A股涨升的引擎很难用产业逻辑来推演。比如说我国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峰期已过，理论上重型机械、工程基建等产业的市场需求减弱，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理应低迷。但实际上，近期工程机械、工程基建板块反而成为市场主流资金竞相关注的焦点品种。对此，有观点认为，证券市场的股价走势与宏观经济并不匹配，但与货币政策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今年下半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A股市场的流动性陡然增加。有投资者戏称，“宏观—有钱，策略—任性，交易—找大象”。有钱了，豪气陡增，既不在乎产业趋势，也不在乎股价高低。比如说安邦保险增持民生银行至15%的股权。民生银行的港股股价只有9.53港元，约合人民币7.63元；但安邦保险舍低就高，宁愿在10元以上的价格增持A股民生银行股权。

上证指数自然随之强势起来。而且当前A股市场的强力资金也不是过于任性，还是有着一定的思考能力，其主攻方向就是金融股。如此清晰的做多路线图，意味着新近介入到A股的资金，表面“任性”，但其实相对理性，反复围绕着这些品种做足文章，如此就赋予此类个股极强的股价弹性，也赋予此类资金强大的盘面引导能力。毕竟此类个股均是A股的人气股、指标股。所以，指数能够暴跌，但也能够在暴跌后迅速恢复弹性，恢复涨升趋势。看来，短线A股的走势仍可期待。

投资能力增强保险大涨14.64%

近期市场热钱仍然以金融股为关注核心。其中，保险股更是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庞大市值的中国人寿居然身轻如燕般地冲击涨停板，说明市场买力汹涌，进而驱动着整个保险板块出现了强劲回升的态势，保险指数大涨14.64%。

就目前的金融行业来说，保险行业的发展空间是最为乐观的。比如说对于银行业来说，不仅面临着我国重工业化、城市化高峰期已过，对资本需求已趋于减弱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回升的存贷差收敛的压力。再比如说券商股，也面临着融资规模面临瓶颈、成交量面临瓶颈的制约。

但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却值得期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获取现金的能力在持续增强。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保险意识的提升，未来的保费收入将持续增强，现金流涌入的速度仍在持续提速趋势中。另一方面则是投资能力在增强。获得持续、快速的现金流之后，保险公司就可以将这些沉淀下来的现金流进行再投资。由于政策的持续松绑，保险公司的投资空间迅速拓展，投资能力迅速提升，所以整个盈利能力、成长空间随之乐观起来，这其实也是近期保险股反复活跃且强于银行股的直接驱动力。

由此可见，短线保险股的涨升趋势仍有望延续，不仅仅是惯性的力量，而且还在于经过近期的洗礼之后，市场参与者认同保险股的态度明显趋于一致，从而有望迅速释放保险股的做多能量。就后续走势来说，更主要的是需要关注保险股获取现金流的能力、投资的能力，就此点来说，中国平安可能更胜一筹。

题材驱动铁路基建收出长下影线

近期铁路基建股成为A股市场的一大亮点，中国铁建更是成为多头做多的一面旗帜。如此就驱动着热钱纷纷涌入铁路基建股，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局等个股均有着不俗的表现，铁路基建指数也迅速摆脱上周初下跌的阴影束缚，反复震荡走强，收出一根下影线达266.71点的K线。

如此走势的确超出市场预期，但存在就是合理的。一是因为“一带一路”的推进，使得整个市场热钱对铁路基建产业的市场空间发生了积极改变，由原先的国内市场拓展到全球市场，自然会拓展铁路基建股的产业成长空间。二是因为铁路基建股在启动前只有不足10倍市盈率，股价只有4-5元，所以拉升起来空间大，进而成为热钱们关注的焦点。

但问题是，经过持续大涨之后，铁路基建股的估值优势已经不再，龙头品种的市盈率更是高达30倍。作为一个净利润率只有2%左右的基建股来说，30倍的市盈率的确是高估的，已经带有泡沫成份。所以，预计此类个股在本周将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回落趋势或难避免，在操作中宜保持谨慎。

小盘股失宠次新股急跌3.47%

近期市场热钱主要围绕权重股反复做足股价拉升文章，从而使得小盘股缺乏资金滋润，二级市场股价走势随之震荡走低，次新股上周急跌3.47%。

不过，这一迹象在上周末略有所改变。一方面是因为次新股开始出现了强势品种，凯发电气在急跌后迅速反弹，飞凯材料、中科曙光等个股也是反复逞强，看来有部分资金开始关注起小盘股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小盘次新股较为集中的创业板指在上周末有所企稳，并未出现大盘指数大涨、创业板指暴跌的格局。这本身就说明了小盘股集中的创业板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托盘能力。

如果再考虑以下三个因素，小盘股，尤其是小盘次新股可能会成为元旦前后的市场新兴奋点。一是含权股炒作开始渐露头角，永大集团、联建光电等个股的活跃走势已经作出表率，说明含权股只是炒作时间节奏有所延后，但还是来到了A股市场，这有利于小盘股的活跃。二是比价效应。经过前期的持续大涨，大盘股的市盈率、市净率迅速提升；同样，经过前期的大跌，小盘股的市盈率、市净率迅速降低，如此就使得小盘股的比价弱势有所弱化，这赋予了小盘股企稳的市场基础。三是小盘股的成长趋势、业绩弹性要强于大盘股。毕竟小盘股中有新兴产业股，如生物技术、移动互联网概念等等。这些产业前景乐观，发展趋势值得期待。随着时间推移，此类个股的成长趋势、产业特征必然会成为新增资金关注的新方向。因此，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可以适量跟踪优质小盘次

新股。

一周市场统计


